從時尚文創聚落看臺灣
服飾設計產業未來發展
黃偉基／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秘書長

灣先進的紡織技術全球聞名，從上中游優異的機能性紗線布

臺

料，到下游成熟的成衣製造技術，屢屢獲得國際品牌肯定。而

近年來，臺北市的時尚地圖也有大幅的進展，從城市大道上林立的精
品百貨，到巷弄內的特色品牌群聚，從年度國際級時尚盛事Taipei IN
Style臺北魅力國際時裝展，到大型創作交流園區如華山藝文中心、松
山文化創意園區的常態性設置，愈來愈多臺灣本土設計師匯聚於此，

黃偉基

而如何協助這些各具風格的設計師或設計店家建立品牌，甚至走向國
際，將是我們下一步的目標。

窺見臺北時尚的精彩堂奧
自2002年行政院「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將文化創意產業
列為國家重點政策後，文化創意產業在臺發展已近十個年頭。而文創
產業所喚起的民間活力，更為臺灣社會帶來意趣盎然、蓬勃多元的面
貌，單就服飾產業而言，從百貨林立的精品大道，到創意紛呈的巷弄
文化，臺北的時尚地圖正逐漸推衍成形。

時髦東區：都會男女、貴婦最愛
有「臺北曼哈頓」之稱的信義商圈，區內匯集新光三越信義新天
地、BELLAVITA、誠品信義旗艦店、信義威秀、ATT 4 FUN、統一阪
急、臺北101等眾多大型百貨商場，以及國際級飯店君悅、W、寒舍艾
美，加上群聚的豪宅及企業集團總部，儼然成為臺北市最為國際化的
高檔精華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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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Carole Chang、徐秋宜Artale Workshop等精
緻服裝店，還有秉持公平貿易精神、專售臺

聚 焦 臺 北

STEPHANEDOU CHANGLEEYUGIN、張依

灣在地特色商品的「台灣好．店」，以溫暖
手感的原創T恤與雜貨為特色、曾被歐美旅
遊雜誌選為品味概念商店「Booday蘑菇」，

設計師康嘉偉pitotpaak、李倍Dleet、董雅卉
PUREDESIGN）等來自不同城市新銳設計
的綜合性服裝店「Mistymint」，標榜本土創
意T恤、強烈手繪風格的「'0416×1024」，
獨家精選自歐美設計師、非大量引進的皮件
▲ 竇騰璜的作品

及配飾商店「OBEIOBEI」，臺灣人氣雜誌
《ppaper》更是搜羅全球設計小物的玩味生活

以此再向西延伸，還有忠孝東路四段一帶的

小舖等，呈現小眾而別具特色的設計品牌。尤

太平洋SOGO百貨、頂好超市、明曜百貨等商

其高密度集的中山北路二段20巷，素有「文創

圈，及鄰近的微風百貨，國際級一線精品幾近

街」之稱。

全數到齊，加上近兩年先後來臺的UNIQLO、
ZARA，也由於人潮聚集，過去統領廣場後方

艋舺西門：老臺北活力再現

原本就熱鬧的巷弄，現在更往後延伸擴展至

隨著商業重心的遷移，臺北市多年來發展軸

第四、五條巷弄，自有精品服飾小店鱗次櫛

心漸向東區偏移，但藉著多項街區再造行動，

比，不少頗具規模的複合式select shop亦聚集

西區也再度舊味變新潮，老臺北活力重現。

於此。
首先是象徵青少年流行次文化的聖地—西

中山雙連區：臺北新蘇活

門町，除了擁有臺北市第一條指標性意義的行

從中山北路二段名牌精品商圈轉進臺北光

人徒步區，現在也是青少年文化與盛裝展示的

點後的巷弄中，座落在兩旁、屋齡超過20年的

聚集地，幾乎每個週末都有小型演唱會、簽唱

三、四層樓建築物，在創意人的巧手下，一間

會、唱片首賣會登場，各種電影宣傳、街頭表

一間風格各具的創意店家，齊聚為自己的夢想

演活動經常可見。這裡不僅是「哈日族」的天

發聲。

堂，能吸收、擁有與東京同步的服飾產品及流
行資訊，還有以濃厚美式風格主題著稱的美國

在這裡，有許多本土藝術家發揮長才的個
性商店，包括國內設計師夏姿Shiatzy Chen、

街（昆明街96巷）。

許 艷 玲 Y E N L i N E 、 潘 怡 良 G I O I A PA N 、

而已有50年歷史、堪稱臺灣最早的服裝批發

黃淑琦Huang Shu Chi、竇騰璜＋張李玉菁

集散中心—艋舺服飾商圈，在服飾產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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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集歐美紐澳、日本及臺灣（包括國內潛力

聚焦臺北

工廠逐漸外移後的今天，本區仍擁有約600家

臺灣服裝產業近年來設計人才輩出，從賈雯

成衣批發零售店，鑒於近年來快速時尚產業及

蘭以自創針織品牌打動紐約客，陳劭彥以新人

韓國服飾興起的發展經驗，在經濟部工業局的

之姿驚艷倫敦時尚圈，到華人設計師王大仁、

支持下，紡拓會也將原有的臺北服飾文化館，

吳季剛揚名紐約時裝週，而在2009年拿下國際

改造為「西園29服飾創作基地」，串聯臺灣新

服裝競賽Gen Art「前衛時裝獎」的古又文，

銳設計師駐站，依照每季品牌換季時間定期推

近年來也積極參與各項國際展覽，伸長觸角拓

出百餘款全新流行服飾，以靈活彈性的方式提

展視野，開發市場。

供附近商圈及全臺服飾零售業者少量多樣與客
製化生產的商業型態。

青康龍商圈：人文樂活
有師範大學、淡江及政大等大學城區分校，
鄰近臺灣大學的大安商圈，空氣中帶著濃濃的
文教氣息，從最早的聚集近百家人文咖啡店，

就連以參展審查嚴苛著名的巴黎時裝週，
我國也先後有簡鈺峰、潘柏勳及夏姿Shiatzy
Chen成功登上巴黎時尚舞臺，尤其夏姿自
2008年起連續躋身全球最頂尖的流行之巔，早
已於國際市場站穩腳步，而其展現的東方細膩
特質與精緻工藝，也隨之散布於歐亞各地，文
化種子深入人心。

陸續帶動包括服飾店、精品店、複合式餐飲等
多樣化後起店家，各種生活雜貨、手感創作、

近年來文化創意產業的推動與培育普獲

個性品味的特色小舖，不只老臺北喜愛在這裡

國際重視，各國均提出相關政策與措施，

享受休閒時光，年輕族群逛街挖寶同樣樂趣無

例如澳洲的「創意產業，21世紀澳洲策略

窮，更吸引各國旅人來此體會臺北的庶民生

(Creative Industries, a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活、巷弄美學。

Australia)」，歐盟的「創意歐洲(Creative

天母商圈：異國風情

Strategy)」，以求加速創意經濟發展，我國政

Europe)」，日本的「酷日本策略(Cool Japan

早期為外僑與外國人聚集地的天母商圈，亦
是各式精品百貨、特色商店林立，鄰近大葉高
島屋、天母生活市集、天母SOGO、誠品藝文
商圈，主要的商業活動在天母東西路、中山北
路七段一帶，沿路以餐飲、速食、服飾精品及
舶來品小店為主，走精緻路線，街區呈現濃厚

府亦積極投入，相較十年前，目前臺灣設計產
業就業人數，足足多了十倍；對青年世代而
言，「設計」工作似乎是目前最熱門的一條
路。而2010年臺灣文創產業營業額亦達新臺幣
6,616億元，較2009年成長16.1%，為2006年以
來最高，顯示臺灣文創產業蓬勃發展。

異國風，展現多元的國際面貌。尤其固定於每

文創產業是一個講求高度創意、美感，以及

週末在圓環廣場舉辦的天母創意市集，總是聚

文化深度的產業，臺灣長期以來自由開放的創

集各類型的原創設計或手作商品，更是青年創

作環境，令優秀人才輩出，民間創造力源源不

業者一試身手的園地。

絕，極具發展文創產業的潛能，其豐富多元的
街區文化即是一具體例證。而如何能從中精選

讓夢想展翅起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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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植，輔導成立品牌，甚至推向國際，將「創

聚 焦 臺 北

附圖 時尚文創產業發展鏈
社會心理分析、市調研究
流行趨勢觀察
設計師、打板製作專才
行銷、管理人員

原物料供應

相關知識
（資訊）

人才

資金

法規

設計研發
概念模型
商品故事化
美感塑造
生活共鳴

產品加值

商品企劃

品牌發展
創意工作者

加工製造者

行銷通路

▲ 新銳設計師高勝忠
與大愛感恩科技合
作的最新作品

異業結盟

展示空間

消費者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 許艷玲的作品

造力」轉為「競爭力」，將「文化力」化為

計新人獎等。其中，由經濟部工業局主辦，紡

「影響力」，將是未來政府、民間與企業共同

拓會執行的「新人獎」至今已邁入第26屆，每

努力的目標。在此，僅以人才培育、周邊製造

年均吸引數以百計的時尚新人參與比賽，脫穎

供應鏈結、行銷展示、創投資金等方向進行剖

而出的優勝者，高達九成以上投身業界成為產

析（附圖）。

業中堅份子，其中並包括許多臺灣時尚圈重量
級知名設計師，如：竇騰璜、張李玉菁、潘伯

人才培育計畫
近年來，時尚文創產業在臺灣成為一門顯
學，文創產品運用文化、知識、設計、科技、
創新等元素，創造出具有獨特性且具設計美感
的高經濟附加價值商品。而其中，發展創意產
業最重要的資源即為人才與知識。

勳、簡鈺峰、胡雅娟、康嘉偉等，儼然為我培
育設計人才與厚植創作能量的搖籃與推手。
2011年5月「西園29服飾創作基地」成立以
來，更積極網羅徵選具有三年以上服裝工作
經驗，並延攬自創品牌的新銳設計師，加入
Designers HUB聯盟設計師培育計畫，協助設

首先，是設計人才的培育及發掘，包括從各

計新秀解決缺乏通路資源、打樣代工資訊等困

級院校的人才養成，民間企業如學學文創的美

境，並提供專業人檯、設計軟體、打版縫製、

學再造與學習，以及紡拓會行之有年的時裝設

裁剪設備等設計版樣輔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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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構想

聚焦臺北

相對於設計人才，由於目前臺灣時尚文化創

產業群聚效益

意產業多屬於小型工作室方式經營，較缺少專

「產業群聚」係指將上中下游或者體質相

業營運人才的投入，無法有效達到行銷推廣綜

互依賴的關連業者集中於一地形成聚落，而於

效。建議業者可以從不同領域吸納營運人才，

經濟效益上自然形成具有效率的互動及合作關

例如出版、廣告業，或是尋求可提供設計前後
端包括市場分析、營運及行銷等相關服務的顧
問公司或財團法人之協助，以使產銷體系更為
完整。另，也可以參考近年設計新秀快速成長

係，設計新秀或中小型成衣業者經常受限於資
源規模與人力、產品開發經驗等，藉由產業群
聚可享有聚落間彼此之間高度競爭卻又相互依
賴、互利共享的關係。

的紐約政府之做法，重視並加強設計師的商業
知識，邀請紐約商學院與新銳設計師搭檔，共
同提出符合市場需求的企劃案。

借鏡國外紡織服飾業的經驗，我們同樣也可
以印證，如ZARA及韓國東大門即因整合周邊
布料市場、加工廠、批發商以及零售商，形成

服飾製造供應鏈串整

產業群聚，成就新一代時尚流行產業的巨頭。

「人才」和「環境」的良好搭配，才能令產

而在臺北，位在臺北萬華區的「西園29服飾

業充滿無限潛能。臺灣時尚文創產業的能量厚

創作基地」，當是服飾產業群聚的最佳代表。

實，兼具上游優質布料來源不虞之優勢，但過

艋舺服飾商圈曾是臺灣最早的服裝批發集散中

去成衣工廠基於人工成本考量，做工較複雜的

心，擁有50年以上歷史，目前也依然擁有600

款式如羽絨外套、水洗牛仔褲、襯衫、休閒褲

家成衣服飾批發零售業者，藉由西園29做為一

等工廠，多已移往中國大陸、越南等地，臺灣

時尚創作基地，目前該地已網羅近50位新銳服

成衣業勢必朝高單價小量生產模式發展。

飾設計師，形成HUB設計師聯盟體系，除每

為能補齊產業鏈製造供應中的各項環節，因
應紡織產業進入「快速時尚(Fast Fashion)」消
費時代，紡拓會自2011年在經濟部工業局的委
託下，成立「臺北服飾快速設計打樣中心」，
提供快速打板及「量身訂製」的客製化服務，
同時整合服飾與金工設計資源，達到產業跨領
域之異業結盟。
此外紡拓會更進一步於2012年4月正式成立
「紡拓會服飾試作工場」，專門協助業者及設
計師完成小批量（100件以下）或是即時性的
急單，完整串聯國內服飾製造供應鏈，以及服

年兩季四次新品發表訂購會，「西園29」也於
一樓展廳定期輪替展售不同設計師最新作品，
二樓則規劃設計師與商圈及品牌洽談區，希望
藉由新一代設計師的聚集，以豐沛的創作能量
和多元的設計風格，為舊商圈注入活力，吸引
品牌商與設計師、地方產業聚落、成衣製造
商，相互串聯、產能合作，而達到產業群聚的
效能。
再加上鄰近在地如龍山寺、青山宮、剝皮
寮、青草巷等文化資產及觀光美食，對一般民
眾與觀光遊客而言，亦是一處有臺北特色的文
創產業群聚地。

飾產業一條龍快速服務，讓廠商能夠不斷推出
新品，符合潮流成衣依銷量彈性調整產量及設
計、隨時掌握流行脈動及快速生產的特性。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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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交流園區
除了「西園29」，在中央與地方的合作下，

聚 焦 臺 北

臺北近年來也釋出許多創作的展示空間，包括

展覽，展示赴外參展、比賽獲獎及臺灣精品獎

華山藝文中心、松山文化創意園區，甚至是完

產品，以呈現不同設計領域與文化、藝術及社

全出發自民間、結合臺北東區巷弄、松山文創

會激盪之火花。

園區、大安56的粉樂町臺北東區當代藝術展，
或是定期舉辦的創意市集，除了凝聚城市的創

國際展示舞臺

意能量，也是創作者交流觀摩、展現創意，進

為協助設計師們走上國際時尚舞臺，即將邁

而推廣、行銷作品的空間，當然更有助於提升

入第七年Taipei IN Style臺北魅力國際時裝展也

國內設計能力、豐富國民生活美學。

將於10月16~18日假臺北世界貿易中心南港展

其中由「臺北酒廠」改建的「華山藝文特

覽館盛大展出。

區」，與由「松山菸廠」改制的「松山文化創

藉由國際性的展會，一方面可藉此觀摩來自

意園區」，兩者皆以活化古蹟，保留歷史建

各方、不同品牌的發展與設計概念，另方面更

築，引進文化創意產業進駐的方式，打造臺灣

可面對面與買主接觸，實際了解來自市場面的

文創社群交流中心及文創產業發展服務平臺，

需求與建議，觀摩學習、汲取經驗，甚至可藉

除各項藝文創作、前衛藝術展演外，也引入多

此尋求各種同業串聯、異業合作的可能性，壯

媒體影像、流行音樂等多元展演活動，其中松

大品牌。

山文創園區更於其中設置「臺灣設計館」常設
15

從時尚文創聚落看臺灣服飾設計產業未來發展

▲ 西園29定期舉辦新銳服飾設計師服裝發表會，協助設
計師與商圈及品牌的媒合

聚焦臺北

尤其2012年Taipei IN Style將與TITAS臺北紡

萬變、講究品味潮流的特性，鮮少獲得青睞，

織展同期同地展出，更方便品牌商及設計師與

因此如何建立時尚文創產業之無形資產鑑價的

布副料廠的媒合交流，讓國內的服飾業者也能

準則，亦為當務之急。

一站式的第一手完整觀察國內上、中游產業最
先進的科技性材質與最新時尚的流行布種。
而除了Taipei IN Style與TITAS，紡拓會每年
亦辦理近四、五十場的海外推廣與拓銷活動，
甚至可針對個別廠商的市場區隔及產品特性，
規劃不同的推廣專案，提供每家廠商專屬客製
化的市場拓展服務，目的均在於針對重點市

展望未來
文創產業未來發展的潛力無窮，尤其具有
產業高附加價值，提升國民文化層次及生活美
學等多方優點，因此近年來成為世界各國積極
發展的重點產業，文化創意產業更被視為繼
「資訊產業」經濟後的下一波推動經濟的主
要動力。

場，協助業者開拓時尚品牌國際通路。
臺北市於2011年成功舉辦世界設計大會後，

創投資金的挹注
當然，對於新秀設計師來說，尋找產品發表
的空間及資金的來源，經常是在建立品牌路上
面臨的最大難關，所幸在政府及民間組織的共
同協助下，已有如上述「西園29」、「松山文
創園區」、「華山藝文特區」等投入，以低價
或無償的方式協助小資本業者增加商品的能
見度。
再加上網路科技的進步，也有愈來愈多設計
師選擇從網路虛擬通路開始出發，省卻品牌成
立之初即需支付的高昂租金店面及廣宣成本。
由於臺北多數商圈店租並不便宜，目前文創
商店多走進巷弄，以小坪數為主，雖形成了巷
弄間櫛次鱗比、風韻無邊的迷你特色小店，但
動輒每月數萬元的租金仍是一筆不小負擔。近
年來臨時店(pop-up store)在時裝業蔚為風尚，
也許政府可以定期選擇目前暫為閒置的空間，
設置專售新銳設計師品牌產品的臨時店。
此外，近年來文創產業的興起，也促使多項
文創基金的募集成立，唯過去因時尚產業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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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正積極將目標放在爭取2016年世界設計之
都，希望透過設計來改造城市，提升城市水
準，以及凝聚市民向心力。
另外客家委員會也於2012年首度推出青年返
鄉創業啟航補助計畫，提供每年補助25名，每
位最高50萬元創業資金，協助客家青年返回客
家文化重點地區創業，發展客家特色產品，落
實客庄在地繁榮目標，並創造多元就業機會。
如本文上述，臺北市近年來確實特色商圈
林立，相關文創行業亦滿懷信心、蓄勢待發，
但如何將小商家培植為大企業，累積儲蓄我們
的設計能量，實賴政府、企業、消費者各方的
持續關注與投入，從政策面、環境面、資本取
得、人才培育等各方面進行整體的規劃，方能
讓我們的設計產業走的更長更久。

